
「佔中」已成殘局，商討日的投
票結果說明戴耀廷等「三子」已經
失去了「佔中」主導權，激進反對
派已經全面騎劫了「佔中」，首先
是將三個「公民提名」方案與「佔
中」綑綁，令「電子公投」的結果
完全在掌握之中。而近日激進反對
派更大力招兵買馬，磨槍練兵，目

的就是為7月的提前「佔中」以及佔領立法會作好準
備。

日前社民連就推出「抗爭青年實習計劃」，由主席
梁國雄親自督導，該實習計劃開宗明義向大專學生埋
手，學員經過訓練後，將會跟隨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
參與抗爭行動。而黃浩銘正是在社民連內負責衝鋒陷
陣的政治爛頭卒，多次被執法部門檢控，早前更協助
「佔中」擔任抗爭培訓班的導師。社民連公然在學界
大搞所謂抗爭實習，擺明車馬就是要在大專界內招
兵，通過「速成班」培訓一隊抗爭「敢死隊」，為之
後的「佔中」作準備。
這邊廂社民連在大專招兵，另一邊廂儼然成為了反

對派政改「大旗手」的「學民思潮」，其召集人黃之
鋒近日又赴台灣與「反服貿」風波搞手林飛帆、陳為
廷，以及「民運」人士王丹閉門會面，向他們「請
教」大規模抗爭經驗云云。事實上，「學民思潮」早
前已揚言，如果當局不接納其「學界方案」，他們將
會效法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佔領政府總部、中聯
辦等建築物。而林飛帆等人也多次越洋聲援香港的
「佔中」行動，說明兩者有合流趨勢。黃之鋒赴台顯
然不是簡單的交流經驗，而是延續去年鄭宇碩等人勾
結「台獨」的伎倆，要引狼入室將「台獨」勢力引入
香港。
激進反對派近日動作頻頻，反映了三個令人憂慮的

形勢：一是激進反對派正在全力將魔爪伸入校園，大
專學界更成為他們主要招攬的對象，以填補「佔中」

在中產專業階層乏人問津的空缺。因此，日前教育局
局長提示「佔中」參與者將前途盡毀，唆使犯法的教
師要負上刑責，竟然引起激進反對派的激烈反響，原
因正在於此。二是激進反對派要將「台獨」禍水引到
香港，策動「兩獨合流」已非杞人憂天。他們不但要
學習「台獨」分子的抗爭經驗，更讓他們成為抗爭行
動的一員，令「佔中」形勢更加複雜。三是「佔中」
搞手已經被邊緣化，失去對行動的控制，日程表及行
動綱領已經握在激進派手上。不論「電子公投」結果
如何，激進反對派已經鐵了心要「佔中」，並且要效
法台灣「太陽花運動」，佔領香港立法會，屆時暴力
衝突將難以避免，「愛與和平」煙消雲散，更會出現
大批青年學生被捕的情況。
這個夏天香港不會平靜，當局必須早作應對。

社民連大專招兵 黃之鋒台灣引狼

A15 政情與評論

「政改三人組」勞苦功高
為期5個月的首階段政改諮詢已經結束。由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領導、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擔任成員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
可謂勞苦功高。他們馬不停蹄出席各階層、各政黨和
大小團體共226場政改諮詢會和研討會，共收約13萬份
意見書。社會各界在政改諮詢中形成「依法辦事、落
實普選、特首須愛國愛港」三大共識。正如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所評價的那樣：特區政府面向全社會開展的持
續5個月的政改公眾諮詢是成功的，其中重要標誌之一
就是香港社會對張德江委員長所講的「三個符合」
（即：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符合
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的
共識正在逐漸形成，希望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把

握時機向前走」已成為香港社會的最大民意。
第一階段的諮詢完成後，第二輪政改諮詢應該提出

什麼樣的具體方案呢？這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政改三人組」明確指出不可能將違法的「公民提
名」納入第二輪諮詢，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也是一
種必然的選擇。

諮詢重要成果：「公民提名」違法
實際上，弄清「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是今次政

改諮詢的一個重要成果。在過去討論普選的過程中，
中央方面明確指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早在
2013年8月底，正值「公民提名」炒得甚囂塵上之際，
張曉明在回覆公民黨黨魁梁家傑邀請出席以「公民提
名何懼之有」研討會的信件中指出，「『公民提名』
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張主任清

楚明白地指出了「公民提名」的本質和要害就是違反
基本法，及時有效地發揮了以正視聽的作用。後來，
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來香港時
也明確指出，基本法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就是由提
名委員會來提名，基本法這個憲制性法律把提名權只
授予了提名委員會。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最近也說，
「公民提名」遠離基本法。

在香港方面，不僅特區政府官員從法律的角度講清
楚「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的理據，而且香港社會各
界人士和團體都批評「公民提名」架空基本法規定的
提名委員會的權力，甚至一些溫和反對派也擺脫激進
反對派的「公民提名」綑綁。在這些意見中，作為法
律界專業團體的兩個律師會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和權威
性。兩個律師會對基本法第45條有關行政長官候選人
提名委員會有兩點共同意見：一是肯定提名行政長官
候選人的權力僅屬於提名委員會；二是肯定提名委員
會的廣泛代表性，排除提委會由全體選民或選民組
成，因為這樣不符合廣泛代表性的要求。這兩點意
見，清楚講明了「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不符合
基本法的要求。

顯然，「公民提名」違法已是香港社會和中央的一
個共識。特區政府在進行第二輪政改諮詢的時候，不
可能將大家都知道違法的「公民提名」納入其中，否
則，特區政府就是「知法犯法」，肯定會受到外界激
烈的批評。「政改三人組」作出這樣的表態，是一種
負責任的做法，既是為了不讓「公民提名」帶來的無
謂爭論繼續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更是要防止違法
的「公民提名」將第二輪的政改諮詢引入歧途。

至於「佔中」組織者篩選出包括「公提」元素的3個

方案舉行「電子公
投」，企圖用所謂的
民意壓政府，這是沒
有用的。「公提」違
法就是違法，不能因
為有人利用「電子公
投」搞出一個所謂民
意出來，「公提」就變成了合法。香港社會也不能容
許有人利用政治或民意逼迫政府做違法的事。

溫和反對派不要自相矛盾
「政改三人組」否定「公民提名」，激進反對派予

以攻擊並不奇怪，一些溫和反對派人士高調作出批評
則令人莫名其妙。

眾所周知，近來反對派中的激進派與溫和派出現分
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激進派企圖用「公民提名」綑
綁溫和派。激進派在「佔中商討日」上，使用各種手
段，強推3個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企圖以「公民
提名」方案作為共識方案來綁架整個反對派。然而，
中央已表明絕無可能接受「公民提名」。激進反對派
用「公民提名」綁架溫和派，目的就是與基本法和中
央對着幹，拉倒普選。然而，溫和派不甘心，還是希
望有普選。現在，溫和反對派已經作出反擊，正在尋
求屬於自己的政改討論平台。

顯然，溫和反對派突破激進派的綑綁，就是突破
「公民提名」的綑綁。溫和反對派突破激進派「公民
提名」的綑綁，不僅給普選帶來希望，而且也是給自
己一條出路。如果溫和反對派再撐「公民提名」，不
僅自相矛盾，而且會兩面不是人。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為了依法如期普選 政府不可能接納違法建議
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日前與傳媒聚會時，明確指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三軌提名」均不符合基本法的框架，政府不可能接納違法的建議，不可能將這些方案納入

政改第二階段諮詢。「政改三人組」的這個表態，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既是為了不讓「公

民提名」帶來的無謂爭論繼續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更是要防止違法的「公民提名」將第

二輪的政改諮詢引入歧途。實際上，弄清「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是今次政改諮詢的一個

重要成果，也是香港社會和中央的一個共識。「公提」違法就是違法，不能因為有人利用

「電子公投」搞出一個所謂民意出來，「公提」就變成了合法。「政改三人組」否定「公民

提名」，激進反對派予以攻擊並不奇怪，一些溫和反對派人士高調作出批評則令人莫名其

妙。溫和反對派突破激進派的綑綁，就是突破「公民提名」的綑綁。如果溫和反對派反過來

再撐「公民提名」，不僅自相矛盾，而且會兩面不是人。

■盧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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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何柱
國兒子何正德和全國
政協委員林建岳長女
林恬兒，早前於法國

尼斯舉辦婚禮後，昨日於香港舉行
結婚酒會。作為新科老爺的何柱
國，面對《蘋果日報》記者的無聊
問題依然「好火」，諷刺壹傳媒集
團投資不善，「好彩我無買你哋
（壹傳媒）啲股票」，又批評壹傳
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為老不尊，於節
目中講鹹濕笑話。

原本心情大好的何柱國昨日接
受傳媒訪問，被一名記者問及旗
下新聞集團會否因其娶媳婦而派
發花紅時，表示上市公司不能因
此而派發花紅，又因該名記者用
以錄音的手機貼近其身體，要求
他移開手機。何再答一會提問後
返回會場。

指《蘋果》蝕逾10億元
未幾，何柱國折返場外，詢問該

名記者身份，知道其來自《蘋果》
後，隨即着他「睇住自己公司盤
數」，「因住隨時唔使返工」。何
表示一直都有留意壹傳媒盈利，指
其早前的蘋果速銷蝕10多億元，壹
電視亦告虧損，「好彩我無買你哋
（壹傳媒）啲股票，如果唔係×街
啦！」

何柱國又狠批黎智英為老不尊，
不點名批評壹傳媒網上節目《亂噏
24》，「3個幾百歲嘅麻甩佬，講
埋晒啲鹹濕笑話。」他又指壹傳媒
屢次被人控告其捏造新聞及報道失
實，「下年等睇好戲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東區區議會南豐
選區原議員、民主黨黨員梁淑楨，因病長期缺席
會議，經全體區議會通過取消其議席，有關席位
補選昨日舉行。投票站設於香港基利路1號鰂魚
涌社區綜合大樓地下鰂魚涌社區會堂，由上午7
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開放予選民投票。投票
於晚上10時半結束，全日共3,915名選民投票，
投票率49.49%。原民主黨區議員梁淑楨助理、民
主黨代表張國昌以2,383票，擊敗獲1,494票的民
建聯代表兼鰂魚涌居民協會總幹事李清霞。
民主黨張國昌在選舉期間，曾高調「舉報」

區內有人涉嫌「種票」，選舉事務處已表明，
並無表面證據證明涉及申報虛假資料情況。而
民主黨昨日又借民建聯宣傳街站擺位問題聲稱
民建聯候選人團隊欺負長者，民建聯東區支部
發聲明回應指民主黨有關說法是誣衊，強調保
留追究權利。

卿卿悔入「真普聯」
勁鬧「人力」違共識

東區區會補選結果揭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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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輕輕的青年民建聯委員張
思穎，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乖乖
女」一名，說話輕聲細語，態度
親切，總是「唔該」前「唔該」
後。
張思穎在英國主修銀行業，完
成碩士課程後回港，加入一所政
策性銀行，家人希望她進一步開
拓視野，便選擇加入民建聯。她
認為，女性給人的感覺較溫和，
配合自己的專業背景，覺得自己
無論在地區事務或政策討論上，扮演一個協
調者的角色會相對較為優勝。所以這個較少
女性參與的事業─從政，很適合自己。
為了在民建聯這個舞台發揮一技之長，她

過去四年都盡量參加民建聯大大小小的活
動，風雨不改；又就着不同議題投稿到報
刊，不斷增值自己，終獲得賞識，加入民建
聯工商事務委員會及青年民建聯擔任委員。
熟悉國際及內地金融業務政策的她，經常主
動向民建聯提出這方面的意見。

張思穎不單在幕後協助，更在2012立法會選
舉加入民建聯前副主席劉江華的「宣講隊」，
深入屋邨及村落宣傳。她笑言，自己與偶像劉
德華生肖均屬「牛」，相信勤勤懇懇總會有收
穫，故無論幕前幕後都會盡力而為。
思穎受媽媽及外婆影響，認為女性除了要

照顧家庭，亦要有自己的抱負，「撐起半邊
天」，活在當下，勿枉費青春。她希望社會
上有更多女性關心時事、表達意見，為正道
而行、為理想去做。 ■(標題為編輯所加)

「乖乖女」入民建聯發揮所長

■張思穎（右一）經常和青民成員一起做義工探訪獨居長
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多個團體昨日發起「愛爸
媽．愛我家」巡遊，西九新動
力主席、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聯
同著名兒科醫生李家仁及名媛
鄭明明，率領地區人士及街坊
參加。梁美芬表示，大量普通
市民自發參加巡遊，證明維護
傳統家庭婚姻制度深得支持。
她亦對《蘋果日報》的一再抹
黑深感無奈，希望《蘋果》不
要「以小人之心度參與者之
腹」。
梁美芬昨日率領西九新動力區議

員、成員、西九龍街坊及中小企代
表，出席「愛爸媽．愛我家」巡遊，
表達對維持一夫一妻的傳統婚姻制度
的關注。聯同梁美芬出席的李家仁表
示，自己並非基督徒，但認為一夫一
妻的傳統婚姻制度，對幫助孩子成長
非常重要，故出席活動以示支持。梁
美芬表示，除基督教人士外，亦有大
量普通市民認同大會主題，而自發出
席是次巡遊，並非特定安排邀請才出
席，證明維護傳統家庭婚姻制度深得

市民支持。
昨日《蘋果》即時新聞聲稱梁美芬

「騎劫」巡遊，指梁所舉橫額並非大
會標語之一，又指她回答關於小童群
益會於同性戀立場時，要求助手錄下
訪問內容，更強屈她迴避訪問。梁美
芬昨晚發表聲明，對《蘋果》一再抹
黑深感無奈，指為免又遭抹黑或誤報
而錄下訪問過程，自己亦耐心回應記
者問題，無必要迴避訪問。她希望
《蘋果》記者可以公道點，強調巡遊
從不存在「騎劫」，希望《蘋果》不
要「以小人之心度參與者之腹」。

《蘋果》屈梁美芬「騎劫」巡遊

■梁美芬出席「愛爸媽．愛我家」巡遊，表
達對維持一夫一妻傳統婚姻制度的關注。

劉慧卿昨日出席一電視台節目時指出，「人民力量」及
社民連等，呼籲支持者在本月初「佔中商討日」中支

持非「真普聯」方案，她對此感到憤怒。被問到倘若電子
「公投」投了「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出來，但民主黨
又退出了「真普聯」，該怎樣處理。劉慧卿回應稱，若是
這樣，會繼續支持方案，會繼續向社會解釋這是一個「很
好的方案」。

當時為反對派團結加入
劉慧卿又在節目中坦言，當初黨內對加入「真普聯」有
意見，因為該黨一直遭到「人民力量」的攻擊，故當時是
為了反對派的團結而加入。
被問到日前民主黨單仲偕指與「人民力量」間沒有信任
時，劉慧卿更承認當初加入「真普聯」可能是錯誤的決
定，「（激進派）那些人血淋淋、惡毒的攻擊……（但）

當時幾個民主派的人說不如一齊(合作)，你可以說我們當時
是錯的。」
被問到現時反對派內部開始組成「溫和派」，劉慧卿就
聲言：「你唔好(講)溫和，從來有沒有形容我劉慧卿是溫
和！」她續稱，「只要是互相尊重、志同道合，甚麼人都
可以合作……但最重要是大家可以包容、尊重及合作。」
劉慧卿又聲稱，民主黨會爭取6月22日「電子公投」之後
的第二個投票活動，就政府的方案進行投票，同時要視乎
政府方案能否過到「國際標準」，再由市民決定是否接受
政府的方案。
另外，對於特區政府表明「公民提名」難以成為政改第
二階段的諮詢方案，反對派未來是否應提供更多方案選擇
予市民，劉慧卿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最終解
釋權，而並非特區政府，「公提」在多個調查中「廣受市
民支持」，故中央及特區政府應小心考慮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

力量」及社民連等激進反對派於本月初的

「佔中商討日」，呼籲支持者支持「真普

聯」以外的方案，引起溫和反對派強烈不

滿，民主黨日前決定於6月22日「佔中電

子公投」後退出「真普聯」。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昨日在一電視台節目上，繼續批評

「人民力量」，指責他們違反共識，令人

憤怒。她更承認民主黨當初加入「真普

聯」是錯誤的決定，又聲稱以後只能與能

包容及互相尊重的人合作。


